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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周五班：更深认识圣灵  (3)   3/15/2019 

你不是孤单的 ,因為耶稣的灵在你里面         

上网校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马上与主连结，就是说回到
里面。回到里面最容易的方式,就是閉上眼睛，想到主就在你的里面，
祂就在你跟前。你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或者单独的上线，要知道你

不是一个人，是主与你同在。耶稣在地上,祂说“我不是独自在这里，
乃是父与我同在。”（参约 16:32下）衪说的‘父与我同在’就是
旧约所说的‘主的灵’，‘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旧约《圣经》

《以赛亚书》61章，一开头就说，“主的灵，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
身上。”在这新约的时代，你不是独自在那里，主的灵，耶和华的

灵，也就是耶稣的灵在你里面。所以你不是孤单的，不应该再有孤

单的感觉。 

 

没有与主连上 ,就会有问题  

不仅是上课的时候与主连上，平常我们在生活中就是与主连上。

做什么事，如果和主脱节，就会有问题。我们的问题,常常就是出在
没有与主连上。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从主里面跑出去了。你从主里面
跑出去了，你到哪去了？第一，到肉体里面去了。你看不见主，离

开了主，随便说话，随便看东西，随便发脾气，你的问题都来了。

就是因为没有进入内在生活，没有在‘过’内在生活。 

内在生活就是主在你的里面，你也在主的里面。这叫‘内在’,不是
外在的。好多人寻找耶稣是到外面去，跑这教会，跑那教会；也有

的人喜欢去人多的教会，因为热闹。而主就在你的里面,主不是在教
会中，除非那教会是主住在他们当中，他们是过内在生活的，也就

是基督活在他们里面。如果基督没有活在他们里面，就是人多一些

而已，一个聚会的地方；或者牧师讲道讲的很好。 

我要强调提醒就是：主就在你里面。你要追求，要让主活在你

的里面,你也活在主的里面，这才是内在生活,也是网校所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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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来爱主 ,我们的好处不在基督以外  

《圣经》说，“唯有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参西

3:11下）‘唯有基督是一切’就是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我
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祂里面。不要到外面去找祂，要回到在你里面

的主，祂是你的一切。需要爱吗？祂就是爱；需要能力吗？祂就是

能力；需要智慧吗？祂就是智慧；需要什么？祂就是你的什么。我

信主 70年了，快 70年来这是我所发现的一个真理，而且就在《圣
经》里面早就说了。 

《圣经》前后都有 4000多年的历史了。《圣经》早就说，“我
们的好处不在祂以外。”这句话是谁说的吗？是大卫，是在大卫的

《诗篇》十六篇。大卫是在耶稣之前 900多年，差不多快 1000年，
早就告诉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可是我们这么糊涂,常常神就是近
在眼前，但是我们却是远到天边去找祂。回来，要回到里面，现在

我们就先用一点时间,来回到里面，知道耶稣在我的里面。 

《主啊我心爱祢》的詩歌,第二句就是，‘无论是福或是祸，我
要爱你，永远爱你。'我们都是求福，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我们认为
不好的事情，所以人就认为是祸。我告诉你,在主里面都是福,祸也会
变成福，祸的后果，就是福。 

任何时候,都可以用我们的心来爱主，不要只在口头上说爱主，
最重要的是你的心爱主。唱诗歌的时，不要只是口头唱，要从心里

面来唱。尤其这样的诗歌，如果用嘴唱，没有用心唱，你说“主啊，

我爱袮，”主一看就知道，祂是看我们的心，祂说你这人有口无心，

你唱说爱我，心里根本爱世界，爱世界上好多的东西。主耶稣一看

祂就知道。所以要留心、我们的心。常常可以用我们的心来与主联

结，用心来爱主，也用心来接受祂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唱诗《主啊我心爱祢》 

（唱）主啊，我心爱袮，现在爱袮，永远爱袮 

无论是生与死，无论是生是死，主啊我心爱袮。赞美主！ 

接着来查考《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前两周已经把《约翰福音》

从头几乎差不多是到尾了，很简单的一个总的介绍。虽然查的十四、

十五、十六章，我们的主题是‘圣灵’，就是进一步的认识圣灵,就
是讲耶稣，我们要进一步地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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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福音》里 ,耶稣用不同的说法介绍祂自己  

耶稣在《约翰福音》里，祂自己用不同的说法介绍祂自己；约

翰也是用不同的说法来介绍祂。一开始就说‘祂就是道，祂就是太

初就有的道，而且祂也是创造的主。’他说：“凡造的没有一样不

是被祂造的。”；又说“祂是生命。”（参约 1：1-4）；耶稣自己也
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参约 14：6)；又说，祂是生
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参约 1：4)；祂自己来了，祂也说：“我就
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参约 8：12）。 

然后祂说：“我是生命的水，人如果喝我所赐的水，我所赐给

你们的水，不是这个地上的水，”（参约 4：13-14）地上的水虽然
很重要，生活绝对缺不了水。可是耶稣说：“你喝了还要再渴，但

是如果你要是喝我所赐的水呢，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你的里

面要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参约 4：13-14）耶稣都是在讲
祂自己，祂要赐给我们的活水是祂自己，泉源也是祂自己，永生也

是祂自己。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一个井的旁

边，这妇人来打水，耶稣渴了，也在等着要水喝，然后就借题发挥。

就从这个井里的水,这个地上的水，喝了还要再渴，说到祂自己，祂
要给我们的，祂就是活水、泉源、永远叫我们得满足的,祂也是永生。 

第四章，祂就是将要来的圣灵。祂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

了，你们拜父，”（参约 4：23）父，因为祂是从父出来的，拜父
就是拜子，拜子也拜父。要记得，主耶稣祂说：“你尊敬子的就是

尊敬父，尊敬父也要尊敬子。”（参约 5：23）老约翰写《约翰一
书》的时候，他说，‘有父就有子，有子的就有父’（参约一 2：23）。
主耶稣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说，“我与父原为一。”（参

约 10：30） 

 

神是灵，看不见，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第四章祂讲到神，父神的时候，祂说：“神就是灵，所以你们

拜祂，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参约 4：24），或者说，你们拜祂，
必须要在圣灵里；要在你的心灵，用你的心灵来在圣灵里面来拜祂。

因为祂是灵。灵不是物质，不是一个看得见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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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弟兄姊妹在没有信耶稣以前,也是迷信，拜偶像。今天台湾
拜偶像的风气很盛；香港也拜，在他住的大楼门口总是要放一个香

炉什么的。这些都是迷信，都是传统的迷信。神是灵，祂是永活的

神，灵是没有形象的。所以在《圣经》里头十条诫命，神给摩西的

十条诫命里面，第一条就是说，“你们不要为我造什么像。”（参

出 20：3-4；申 5：7-8）人就是要拜一个看得见的东西。所以，今
天人所拜的，都是他所想象出来的。有的人连月亮也是神，太阳也

是神，还有树木也是神，有的动物也是神，都是那‘人’的堕落的

思想所想象出来的。 

神是灵，看不见，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参太 19：26；可 10：
27）这灵，祂就是永活的神。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拜父,要拜神一定
要在灵里面，一定要领受灵,就是与《圣经》连结与圣灵连结。你与
圣灵连结了，你才是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连结。如果没有

跟圣灵连结，根本就没有跟父和子连结，你是在头脑里面连结。你

在生命中，在心灵中，在你的经历中,活在世界上的经历中，有没有
跟祂连结。除非你与圣灵连结的，不但与圣灵连结，而且要常常被

圣灵充满，要接受圣灵恩膏的教训，也就是说,你要听你里面的主祂
怎么告诉你。 

所以,‘道’、‘圣灵’、‘光’、‘活水’ ,还有耶稣说‘天
上的粮’——“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第十四章讲到‘保

惠师’——讲到保惠师，真理的圣灵，也是讲耶稣，复活的耶稣。
因为祂是神，祂能够成为肉身，祂也会在灵里面，藉着不同的方式,
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经历祂。 

 

不能接受圣灵原因 ,是因为不认识圣灵  

‘保惠师’，十四章 16节来讲：‟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
们一位保惠师——注意小字、中文《圣经》的小字或作“训慰师”）

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够接受。因为

不见祂，也不认识他祂”。现在好多人不能够接受圣灵，有好多教会
都不接受圣灵，不讲圣灵；甚至于禁止弟兄姐妹去追求圣灵，禁止

跟所谓灵恩派的人有来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圣

灵,因为圣灵是看不见的。换句话说，他们缺少关于圣灵的知识，尤
其是《圣经》里面的教训。 

《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章，都是耶稣祂亲自所讲的圣

灵，就是讲祂自己在圣灵中，或者讲在祂里面的那父神的名,因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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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圣灵是不能分开的，是一直连在一起的。耶稣在肉身也是在圣

灵的里面，祂就是我们的榜样。耶稣来在肉身里头,圣灵在祂里面，
祂也在圣灵里面。也可以说，给我们要留下一个榜样：就是让我们

知道，我们活在肉身里面的人，可以在圣灵里面，圣灵也可以在我

们里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在生活。圣灵活在我们里面，是内在

的，不是外在。 

 

如何知道你已重生得救 ,进入神的国？  

我常常用空气来作比喻，因为，当耶稣说到神就是灵，在英文

《圣经》里面讲到灵的时候，英文字，它 S 第一个字是一个大写的，
它是专职的。如果不是大写，是小写的，那就指的灵魂，或是精神。

它是大写的，专门讲的是神的灵，或者是神的圣灵，神祂是灵。这

字在原文希腊文‘penuma’。除了有灵的意思，还有风，气、空气、气
体。也是用这个‘penuma’。 

耶稣有一次讲到圣灵，人要从圣灵重生，祂就用风来作比喻,风
是看不见的。因为祂说到人要重生,人如果从圣灵重生，好像风一样
的。它从哪来,往哪去你不知道；但是你至少知道有风，也听见风的
声音。一个从圣灵重生的人，你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重

生。但是我们可以听的出来，他说话的声音，他的话变了，他的腔

调变了，他的态度变了，这些都是耶稣所比喻的风的声音。 

比如有的人没有信耶稣以前，没有重生以前，随便说话、信口

开河，不论什么脏话都可以说的出来。但是我也听过这样的见证，

一个美国老牧师，他没有重生以前，随便说话,常常到跳舞场里跳舞。
可是他重生得救以后，他不能再说脏话了，他说话的声音变了，听

的出来那声音。还有他说：“我再到舞场去跳舞，我的脚不能跳了，
不能再跳了。”他重生了。就是《圣经》所说的，一个重生的人，他
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命的样式。 

这是我常常提醒基督徒，你重生了没有？你怎么知道你重生？

就是看你有没有新生命的样式,你的举动，你的言行，是不是变了？
简单说来，就是你不一样了，就是你有了新的生命。如果你丝毫没

有改变，你重生是有问题的，如果重生有问题，你的得救也有问题，

重生得救是连在一起的。因为耶稣祂说：“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
进神的国。人如果不是从圣灵和水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參約
3:3-5)你如果不能进神的国，你得救吗？你不进神的国，你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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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要留心，在主面前好好的反省，到底我重生了没有？我得救了

没有？我有没有在神的国里面呢？ 

‘有没有在神的国里面’ 的第一个记号,就是你对神的事、对耶稣
的事，开始有兴趣了,或者说你有敏感了。你没有重生的话，耶稣讲
到天国，《圣经》，你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是进了神的国，

你就有感觉了。 

比如你到了中国,就知道你在中国境内；美国也是这样，你如果
没有来过美国，一到了美国，你就知道你在美国的境内。虽然，美

国好多地方你还没有去过，很多事情都不够不明白，但是你知道你

在美国。进入天国也是这样,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没有重生得
救？有没有进入神的国，就是很重要的。讲到国神的国，就跟圣灵

有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圣灵。而且可以更深地来认识圣灵。 

 

圣灵来，是要帮助我们得胜  

关于‘保惠师’,原来的这名词，是在中世纪的时候,西方国家特别
是大英帝国，他们请律师来打官司,请的律师中文翻译出来是‘保惠师’，
英文是 Parakletos，就是律师。总的意思，就是他是帮助你的，他是
要帮助你打赢这个官司。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得胜。 

圣灵来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肉体，什么叫做属灵。圣灵如

果没有来，我们就一直活在肉体里面，活在罪恶里面，没有办法胜

过。但是圣灵来，祂就会帮助我们。律师打官司，他是帮助你的，

他是为你的利益来说话，在旁边他是在支持你的。圣灵来，就是这

个意思。 

中文的翻译，翻译得特别好。‘保惠师’它觉得不够表达的，然后
再加上‘训慰师’，中文小字特别注明‘下同’，就是说你在下面再读到
‘保惠师’的时候，一定要领会祂也是‘训慰师’。就好像我们讲到主耶
稣,今天的主耶稣，祂是复活的主；但讲到圣灵的时候，祂就是圣灵。 

 

不要用人的智慧分析神 , 要回到心里面  

我们活在物质里面，有物质的观念，12345都分得很清楚。在
神那里，祂是一切。平常说到神的时候，祂是三位一体的神，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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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错，那是教会早期领袖們因为常常有这样的辩论，后来就召集一

个大会，下了定义，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父、子、圣灵三位一体’。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祂是道，祂是话，祂又
是生命，祂又是光，祂又是活水，祂又是天上降下来的粮。这就是

保罗所说的，‘基督是一切。’ 你不能好像把神分开，不能分。祂是万
有的源头，一切都是出于祂的。我们不要用人的智慧把神分解得那

么清楚。你越这么做，越落在头脑里面，根本摸不到神。你在那里

是研究神了，把神拆开来分析、来研究，但是，你还是没有找到神，

神离开你远远的。只有用心来相信祂、接受祂，对祂说的一切的话，

都要相信，然后用你的心来领受、来触摸祂，你会找到祂，就这么

简单。 

 

保惠师 , ‘保 ’就是保护、保守、保障  

圣灵保惠师，中国人对‘保’，就是保护、保守、保障。主耶稣在
圣灵里面来的时候，祂就是保护我们，保守我们。祂就是我们的高

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保障，这是在大卫的诗篇里头就已

经说到。今天所依靠的就是这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就是神

祂自己，因为神就是灵。 

保罗也说，主就是那灵。祂是神，祂可以藉着一切，祂也可以

成为一切。保罗的说法“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參西
3:11b)，就是他看到的，他认识的耶稣基督太大了。如果来一个专题
查经‘到底谁是基督’，我告诉你，从《圣经》里面来查的时候，到处
都是基督，基督是一切的。旧约预表基督最完满的就是旧约的会幕

﹑圣殿﹑里面的器具﹑每一样的东西,都是指着基督耶稣说的。你怎
么分？所以不要落在头脑里面，要回到心里面，好好来接触祂。 

神给我们的脑子的智慧要用，但有时我们用错了地方，有时候

用的不当，有时候我们没有用，没有都用到、没有都用透，有时候

太多乱用，摸不着神。所以我们需要智慧。智慧在哪里呢？《圣经》

说，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都藏在基督里面，就是我们要与主连结。 

为什么强调与主连结呢？你如果与祂连上了，什么好处都不缺，

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祂的里面。可是，我们就是不够与祂连结，有

时候我们太复杂，常常在耶稣之外去寻找耶稣，去寻找一些耶稣之

外的好处。当然在耶稣之外也有一些好处，神会给我们的；祂给我

们最大的好处就是耶稣,神祂自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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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惠师 ,‘惠 ’就是恩惠﹑神的恩典  

‘惠’，恩惠，就是讲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充充足足，赏给我们。
耶稣基督来，祂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神的恩典怎么样能

够临到我们身上？圣灵来，圣灵就是施恩的灵；是圣灵，是神借着

祂的灵使我们能够经历到祂的恩典。什么是恩惠呢？恩惠就是我们

做不到的、我们所没有的、所缺乏的。当神给我们，供应我们的时，

让我们能做我们所做不到的时候，就是神的恩典。比如：我们天然

的人，有的人生来脾气不好，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脾气；当他蒙恩

得救以后，神的恩惠多了，他也接触圣灵，也学会了怎么样依靠圣

灵的能力，他的脾气就能够控制了。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恩惠。这

从哪儿来的？从保惠师来的。 

 

保惠师 ,‘师 ’就是师傅  

‘师’, 师傅。中国人这师傅，师傅不仅是教我们的，我们有什么
问题都找师傅。特别中国人的文化历史里头，师傅是全能的，什么

都可以做。 

 

训慰师 ,‘训 ’, 就是恩膏的教訓  

        训慰师,‘训’，这字就包含着很多教训。圣灵来或者是主耶稣将
圣灵赐给我们，祂就是要在凡事上要教训我们。《约翰一书》第二

章 27节说：“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祂要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你们有了这个恩膏，本来就不需要别人来教导。今天好多信主多年

基督徒,因为不认识圣灵，不知道在他里面的圣灵就是他最好的老师，
所以还是去找人。你信主很多年了，对圣灵应该认识了，早就应该

知道圣灵在你的里面。真理的灵，祂就是恩膏，祂会在凡事上教训

你。你不需要跟别人说，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所以约翰他说：“孩子们哪，你们要按着这个恩膏的教训，要住在

主里面。”（参约一 2：27）而且一讲到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时候，
约翰说到恩膏，他特别加上这一句，他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

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参约一 2：27）我
要问：你相信圣灵在你的里面,就是“训慰师”吗？祂是用恩膏来教
训你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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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的书当中,有一本是讲到《恩膏的教训》,特别讲到圣灵“恩
膏是在凡事上，大事小事上都会教训我们。”（参约一 2：27）。 

 

训慰师 ,‘慰 ’，就是安慰  

训慰师,‘慰’，就是安慰。安慰，不仅是你忧伤时的安慰，祂也是
鼓励、激励，加力量给你，使你刚强，使你的灵苏醒过来，提升你

的灵。这些都包含在这‘慰’,训慰，‘慰’这字的意思的里面。 

所以，我这些年来，我读经，我都是读中英文。发现中文的翻

译对保惠师翻译得最好，中文表达的最多。当时翻译的人,真的是神
赐给他们有特别的智慧。用‘保’，祂就是保守你，保守者；用‘慰’，
祂就是安慰者。这‘保惠师’翻译有：安慰者﹑辅导﹑咨询者﹑鼓励者
﹑加力量者﹑保守者。这就是我们要领受的圣灵。 

如果教会不接受圣灵，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亏损，这是多么大的

一个无知。原谅我这么说！这当然是无意的，可这是因为无知，我

信主 17年，我没有领受圣灵。當時我们所在的教会只讲《圣经》,
不讲圣灵，所以没有听到。信主 17年以后，我们就抱着一个好奇的
心,去灵恩教会看看。我去看看，在那就被圣灵充满。并不是我刻意
的去追求圣灵充满，乃是神在祂的怜悯中。祂知道我的时候到了，

不能再这样荒废下去。十几年的在教会里，一直用我的理性,好像我
的信仰一直都在我的理性里面，用我的理性要来触摸神。而你必须

要用你的灵和真诚，来接触神，不能够以外面的宗教的形式活动来

取代。读经、祷告是很好,可是如果没有与主连上，读经、祷告，是
一些宗教的活动。所以我强调,的就是与主连上是多么的重要。 

主耶稣讲到保惠师,包含那么多的意思。要注意 16节到 20节，
耶稣所提到的三件重要的事情: 

保惠师来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第一，祂来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圣灵来，保惠师来

是把神的同在带来。而这同在不是一时的，不是只是在聚会中，特

会中让你经历到同在。祂永远与我们同在，天天与我们同在，每时

每刻都与我们同在。你问：我怎么知道祂永远与我呢？这不是知道

的问题，这是相信的问题。你如果相信《圣经》所说的：“永远与

我们同在。”慢慢的,你就活在这信心的实际的里面，渐渐的在意识
中,你就知道神真的是天天与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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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不是我们一直都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虽然有的时，
我们读经、祷告、亲近神，神会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感觉，很美，很

甘甜，很荣耀，那种说不出来的。当你在安静中，神的同在特别显

得浓厚的时，你无法形容，只是觉得这个时候，我多停留一些，我

什么都不要做 。我是什么电话都不听，只有我在那里享受神的同在，
希望多多地停留。你说感觉也是可以，你说意识也是，你说在那信

心的实际里面也有着一些。但是，你就是知道神在那里，就是知道

神与你同在。 

耶稣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就是今生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去的时候，都知道我们是跟神一起

去的。一个人在世界上，你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你在地上不管

攒了多少钱、置了多少产业，你去的时候，好像是大卫说的，“我

是赤身而来。”赤身露体而来，“我去也是赤身的而去。”（参传

5:15）你来生下来的时，什么都没有带来，走时什么也带不去。可
是很少人有这样的知识。 

但是，我们可以与神同在，或者说神会带我们去。有时候说,圣
徒离开世界的时候,是被主接去了。他如果真的是住在主里面的人，
他就是真的是被主接去。主耶稣讲到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财主虽

然在世界上享福，享受了各样的东西，可是他死的时候,没有天使来，
而且是去到那地狱的火,一直烧着他。拉撒路在世界上，虽然他是一
个讨饭的，有时候生疮，狗会来舔他的疮。可是他信主，他重生得

救了，所以他去的时候，耶稣说有天使来把他接去。接到亚伯拉罕

的怀中，就说明真的是安息在主怀里面。 

你要知道,灵魂是不死的。我们所谓的死，是这身体到了一个时
候，身体的功用完，结束，气断了。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真正人的

所在，不死的。所谓与主的联合，就是在我们的灵里面，灵魂的里

面与主联合。 

这是第一个重点，就是保惠师来，圣灵来是把神的同在带来，

要不然我们无法经历神的同在。我真的是很感谢主！这五十几年，

我被圣灵充满，领受了圣灵。我越来越喜乐,身体是越来越衰老，但
是，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说的:“外体虽然毁坏了，
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参林后 4:16）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
以至于如鹰返老还童。 

 

圣灵来要在你们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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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重点，祂说祂圣灵来常与你们同在呢，也要在你们里面 ,
那是第 17节说的。圣灵来，或者说主耶稣在圣灵里面。复活以后，
在圣灵里面来，祂就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内在生活，就是讲到内

住的基督，内住的圣灵，祂常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与我们同在，无

论到哪里，祂都与我同在。在我们里面也是这样，我们无论到哪里

的，祂都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祂的里面。 

 

為什麼耶穌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 

第三个重点呢就是祂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参约
14:19）祂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祂这里是讲
“我”，祂是讲保惠师。但是“我” 活着，祂就是讲祂自己。“你
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这意思说：祂复活了，

祂在圣灵里面,再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祂要活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祂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意思说复活的主在我们里
面，我们就有力量要活。也许我们到了一个地步，遇到困境的时，

真是活不下去了。甚至于基督徒也有自杀的，也有这个自杀的念头。

但是我告诉你,主在你里面活着，你可以活下去。这位主，活在你里
面的主，祂是连死亡都胜过了，祂还有什么不能胜过？罪恶也胜过，

世界也胜过了，魔鬼也胜过了，各种的试探祂都胜过了。最后，祂

复活了，就是连死亡祂都胜过了。这样一位的主，祂说:“世人不再
见我，你们却见我，因为我活着。”祂是在讲圣灵，因为我活在你

们里面，你们也要活着，你们会看见我。就是在灵里面我们会经历

到祂。 

祂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
你们里面。”（约 14:20）父、子、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祂里
面，也在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的里面。 

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圣灵，就是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更多

认识祂，我们与神的关系就能够建立的更深、更稳固。当我们信心

不断的增长，就是相信神就在我里面，我也在神里面，慢慢的，你

活在这个地上，就能够像耶稣这样，就能像耶稣。耶穌是道成肉身，

当然,有一些事情祂作的，我们不能作，可是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能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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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四章第 12 节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约 14:12）“我所作
的事”,是指我今天在肉身所作。祂说：“信我的人”，“我”是圣
灵来，保惠师要来、要作更大的事。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相信祂所
差来的保惠师，就是在各方面祂能帮助,会带领我们，当然,祂能够作
比耶稣在肉身上时更大的事情。今天耶稣祂升天了，祂不在地上了，

但是圣灵的工作越来越大。因为圣灵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

不知，祂今天要来充满教会。 

 

相信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就能活出基督  

《加拉太書》第二章二十节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

神的儿子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参加 2:20a下）好好的
思考这一节经文。注意的是，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参

加 2:20a下）他前面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再我
里面活着；”（参加 2:20a下）他的意思是,现在活着，我不再是照
我的意思，不再用我的方法，凭我的智慧能力。乃完全是让基督在

我的里面活着,也从我的身上能够活出来。这是他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意思。（参加 2:20a上） 

“如今我在肉身活着”，他还活在肉身里，他是怎么活在肉身

里头呢？他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因为信靠在他里面的基督，

就是神的儿子而活。他是有这样的信心,他相信‘他和基督’ 同钉十字，
他接受耶稣所做的救赎。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从信心开始。他这

样相信,然后，基督的能力，在他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当基督彰显
出来，他就说，我活在肉身，就是因为我信靠，相信祂。祂是神的

儿子，祂是神在肉身显现。而且祂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时，保罗

就讲他跟基督爱的关系。他深深地知道，主爱他，为他舍己。所以，

他爱主，也为主殉道，这是很自然的信。 

我这些日子，体力一年不如一年。越来越觉得，需要信靠神,支
取祂的能力。基督是我的力量，基督是我的生命。现在活着的，不

再是我，我不再靠自己,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主耶稣在《約
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所说,‘还有不多时，你们要再见我，因为我活
着，我活在你们里面，你们你们也要活着。’（參约 14:19）为什么
说里面呢？二十节他接下去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参约 14:20）你们在我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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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就有力量活，我在你们里面，作为你们活的力量。所以，祂说：

“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参约 14:19a下） 

赞美主！我们多么有福！我们多么需更深地来认识，住在我们

里面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住在我们里面复活的基督。

这一段的查经，我们就用信心来领受。我就是相信，祂活在我里面。

你天天都要这样相信,就会越来越有力量,就活在‘内在生活’的里面。 

 

诗歌《主活在我心》 ,越相信越喜樂  

有一首诗歌。《主活》祂活在我的里面，我们用信心唱。副歌

说：主活，主活,我主啊今日活着，与我谈心，与我同行相亲，生命
窄路一同过；主活,主活，赐人得救宏恩，问我如何确知主活，主今
活在我心。我们可以一起唱，而且你唱的时候，要非常的主观。你

把你自己，就是这个我，就是你自己。主活主活,救主今日活着，现
在祂就跟你谈心。在过去一个半小时，也许你感觉到，是主在对你

说话。祂与你谈心，而且祂与你同行，祂与你同在。 

要知道，圣灵永远与你同在。不要接受神在哪里？好像我找不

到祂了。你不是找不到祂，你是找不到感觉，你要的感觉没有了。

祂一直在你的里面,与你相亲，你可以跟祂亲近，可以谈，可以与主
谈爱情。你跟祂深到这样的地步的，生命窄路同过。这内在生活要

记得，是一条窄路，因为走的人很少，它是一条窄路。主活主活，

赐人得救宏恩，祂把得救恩典，今天要赐给你们。你问我如何确知

主活，主今活在我心。 

 

上课的时候，你下课的时候，天天都這樣相信，你会越来越有

力量。我告诉你秘诀，就在于你相信。不是感觉，不要等感觉，你

相信！慢慢地感觉就会来。 

保惠师为什么要来？就是要帮助我们，活在我们里面；就是让

主耶稣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内在生活。但是，

内在生活不是一个名词，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一个学说，它是生活，

是要活出来的。当你这样来追求，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喜乐，就好

像我现在真的是天天越来越喜乐。赞美主！哈利路亚！ 



周五班录音 2019年 3月 15日 

如果你愿意享受主的同在，继续要用你的诗歌来领受今天所查

的《圣经》，你可以再唱。回家在路上再唱“主活！主活！我救主

今日活着，问我怎么知道主确实活着？我主今日活在我心，主活在

我心。“ 若同时再有一点聚会，再继续地唱。平常在家里面想起来，
你就这样唱，宣告。还有一个，我就常常唱那个短歌：我快乐，我

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要高唱哈利

路亚，耶稣在我心。 


